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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以棉、莫代尔和竹纤维为原料,通过设定五组不同混纺比,进行了织物密度、紧度、纱线线密度等设计;介绍了

各织物的上机工艺参数,总结了生产技术要点,为此类产品生产提供参考。

关键词:棉/莫代尔/竹纤维;混纺织物;织造工艺;产品开发

中图分类号:TS104.5       文献标识码:B 文章编号:1673-0356(2019)01-0016-03

收稿日期:2018-11-07;修回日期:2018-12-17
作者简介:赵 伟(1981-),女,陕西西安人,在读硕士研究生,讲师,研究方

向为纺织工艺、新型织物开发,E-mail:zhaowei321@126.com。

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人们对衣着的要

求已经不在局限于手感、保暖和式样上,追求个性化、
舒适化的需求越来越多。为满足这种需求采用单一原

料纱线容易造成产品单调,难以满足多方面的要求。
即在保证性能的同时又要确保风格多样,就需要采用

多种不同的纤维原料混纺,以发挥不同原料的特性,取
长补短。本文以棉、莫代尔和竹纤维为原料,采用不同

混纺比的纱线织造出了风格各异的织物,且织物的性

能也有很大差异。

1 织物设计

1.1 原料选择

一般的服用织物大多采用棉、毛、丝、麻、化纤等原

料,服用织物的面料可以是几种原料的纯纺、混纺或交

织;而本设计所采用的原料是棉、莫代尔和竹纤维混纺

纱,其考量如下:
(1)莫代尔纤维、竹纤维都是新型环保纺织纤维,

顺应了消费者追求健康舒适、回归自然、绿色环保的时

代潮流;
(2)棉与莫代尔纤维、竹纤维混纺纱兼有莫代尔纤

维、竹纤维两种纤维的优良特性,采用这种纱可开发不

同风格的织物,塑造消费者的品味与档次,发展前景比

较广阔;
(3)棉、莫代尔和竹纤维环保、舒适性好,适用于机

织、针织加工外套,以及内衣、运动裤等各种仿毛、仿
麻、仿丝绸织物。

1.2 纱线细度

为了研究织物的服用性能,所选用的纱线号数不

能偏大,也不能偏小,这会影响数据的分析比较,不能

正确地得出织物服用性能的结论。所以本设计选用的

经纬纱其细度均为棉/莫代尔/竹纤维混纺纱纺成的股

线14×2tex。

1.3 混纺比

本设计主要意图是选用棉/莫代尔/竹纤维不同混

纺比纱线进行试织,通过混纺比例的变化来研究织物

的服用性能,因此棉/莫代尔/竹纤维混纺比设定为五

组,分别是35/5/60、35/60/5、25/40/35、10/70/20和

5/20/75,其织物分别用A、B、C、D、E表示。

1.4 织物紧度

织物紧度是反映织物结构特征相对紧密程度的一

组指标,织物紧度越大,表示织物越紧密。本设计的不

同混比织物的经向紧度 Ej=50%,纬向紧度 Ew =
42%,总紧度E =71%。

1.5 织物密度

织物密度的选择取决于其用途,要研究织物的服

用性能,所设计的织物密度就要满足一定的范围要求;
且密度与紧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,故织物的上机经

密Pj=191根/10cm;上机纬密Pw =161根/10cm。

1.6 其他

织物组织为平纹;每筘穿入数 均为2入;穿综方

式均为顺穿法。

2 织物上机规格设计

2.1 织物织造缩率

织物的织造长缩率可通过对不同混比织物的机上

长度和机下长度进行测量,计算出织物织造长缩率;织
物的织造幅缩率可通过对不同混比织物的机上宽度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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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下宽度进行测量,计算出织物织造幅缩率。其计算

结果如表1所示。
表1 不同混纺比织物上机缩率

织 物 A B C D E

机上长度/cm 14.7 15.0 15.7 15.2 14.8
机下长度/cm 14.4 14.6 15.3 14.7 14.5
机上宽度/cm 18.6 18.4 18.6 18.5 18.4
机下宽度/cm 17.34 17.26 17.26 17.20 17.22
织造长缩率/% 2.2 2.6 2.4 3 2.3
织造幅缩率/% 6.8 6.2 7.2 7.1 6.4

2.2 织物生产工艺

(1)匹长、幅宽 本设计织物不需染整加工,所以坯

布匹长=成品匹长=60m,坯布幅宽=成品幅宽=120
cm。不同混纺比织物整经匹长和上机幅宽见表2。

表2 不同混纺比织物整经匹长和上机幅宽

织 物 整经匹长/m 上机幅宽/cm

A 61.35 128.16
B 61.54 127.93
C 61.48 129.31
D 61.86 129.17
E 61.41 128.21

  (2)经纬密度(见表3)
表3 不同混纺比织物坯布经纬密度

单位:根·(10cm)-1

织 物 坯布经密 坯布纬密

A 204.9 164.6
B 203.6 165.3
C 205.8 165.0
D 205.6 166.0
E 204.1 164.8

  (3)总经根数(见表4)
表4 不同混纺比织物总经根数 单位:根

织 物 总经根数

A 2471
B 2455
C 2482
D 2479
E 2461

  (4)钢筘(见表5)
表5 不同混纺比织物内经钢筘 单位:片·(10cm)-1

织 物 内经钢筘

A 95
B 95
C 96
D 95
E 96

  (5)织物重量(见表6)
表6 不同混纺比织物的重量 单位:g

织 物
每米成品
经纱重量

每米成品
纬纱重量

每米全幅
成品重

A 123.80 103.16 226.96
B 123.50 103.62 227.12
C 124.60 102.00 226.60
D 125.23 105.07 230.30
E 123.43 103.53 226.96

3 生产技术要点

3.1 浆纱

莫代尔、竹纤维与棉纤维的混纺纱单纱强力与精

梳纯棉纱相近,但毛羽高出数倍,而且摩擦易产生静

电,造成经纱粘连、开口不清;织造时停经片处易积聚

飞花,经纱相互缠绕,致使经纱断头增多。所以浆纱

过程中宜采用“高浓低黏”浆料,使浆液具有足够的含

固量和较好的流动性。
浆料配方要体现“以贴伏毛羽为主,渗透、被覆并

重”的原则。所以选用以PVA为主,变性淀粉和丙稀

酸类浆料为辅,并配以适当后上蜡来保证纱线表面光

滑。浆料配方为PVA-179954kg,变性淀粉19kg,

XZW-1丙稀酸78kg,浆纱膏4kg,PVA-205MB9kg
。由于莫代尔、竹纤维与棉混纺纱较纯棉纱吸浆性能

好,所以浆液的含固量设计为10.7%,通过少量使用

PVA-205MB来减轻浆纱分绞时对浆膜的破坏程度,
降低再生毛羽。

3.2 织造

在ZA203喷气织机上织造织机速度550r/min,

确定合适的经位置线,采用“早开口、低后梁、大开口

量”工艺,使布面丰满细腻,色泽光亮;同时减少打纬

阻力,使织物形成区缩短,经纬纱的抱合摩擦减弱,减
少了断纬疵点的产生。

(1)后梁及停经架 后梁高低位置决定着打纬时

上下层经纱之间的张力比例,为使其更好地体现布面

效应,采用低后梁织造即后梁高度60mm,前后8刻

度;将停经架位置定为高3格/前后5格,缓解了上下

层经纱对纬纱的切向作用力,减少破洞产生。
(2)开口量 开口清晰程度是决定织机效率的重

要因素,而开口清晰度是由开口量决定的。由于该品

种经密大织造时毛羽粘连严重,为进一步开清梭口使

纬纱顺利通过织口,可增大开口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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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结语

随着人们崇尚自然、回归自然的需求和环境保护

意识的不断增强,绿色纺织品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。
莫代尔、竹纤维都是新型环保纺织纤维,顺应了消费者

追求健康舒适、回归自然、绿色环保的时代潮流;棉与

莫代尔、竹纤维混纺纱兼有多种纤维的优良性能,采用

这种混纺纱开发出不同风格的织物,其市场前景广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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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velopmentofDifferentBlendsRatioofCotton/Modal/BambooFiber
ZHAOWei,LILong

(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,Xi'anPolytechnicUniversity,Xi'an710048,China)

  Abstract:Withcotton,modalandbamboofibersasrawmaterials,thedensity,tightness,yarnlineardensityoffabricwerede-

signedbysettingfivedifferentblendingratios.Thetechnologicalparametersofeachfabriconthemachinewereintroduced.Thekey

productiontechnicalpointsweresummarized,whichcouldprovidereferencefortheproductionofsuchproducts.

Keywords:cotton/modal/bamboofiber;blendedfabric;weavingtechnology;productdevelop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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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signandDevelopmentofPolyimideFiber
Flame-retardantHeat-insulationFabric

GUJia,DAIMeng-nan,DUANJin-ming,LUQiu-yan,CUIHong*

(CollegeofTextileandClothing,YanchengInstituteofTechnology,Yancheng224000,China)

  Abstract:Polyimidefiberwasflame-retardantmaterialwithhighestheatresistance,stablethermaloxidation,goodmechanical

propertiesandradiationresistance.Theflame-retardantheat-insulationfabricwasdesignedanddevelopedwithpolyimidefiberasraw

material.Thefabricconsistedofthree-layer,whichwereflame-retardantlayer,heat-insulationlayerandcomfortablelayer.Three-lay-

erpolyimidefabriccouldbeusedtodevelopprotectiveclothingformetallurgy,fireprotection,hydropowerandotherdepartments.It

alsocouldbeusedtodevelopaircraftseatcushions,automobileinteriordecorationandothertextiles.

Keywords:polyimidefiber;flame-retardant;heat-insulation;fabricdesig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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